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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表態支持填海，她指填
海並非增加土地供應的唯一方案，但長
遠而言大幅填海是無可避免，她同時強
調，任何其他可行方案都會考慮。的
確，長遠提供足夠土地，填海無可避
免，同時中短期應增加土地供應，不同
途徑、多管齊下開發土地。

最近進行的土地大辯論，許多社會人士都傾向通過填海
來取地。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填海造地是政府不可逃避的
選項。她出席立法會質詢環節時補充，隨着香港人口極速
老化，香港須開拓更多土地建屋。她直言填海雖不是唯一
的方案，但香港無可避免要有大幅填海才可提供到長期的
土地供應。特首透露，她將會在今年十月發表的第二份施
政報告中就房屋和土地問題提出一些新方案，包括在維港
以外填海。

反對填海忽視長遠發展
當然，社會上必然有人反對填海，例如有環保人士一刀
切反對填海。一些反對派政黨出於選票考慮反對填海，聲
稱填海會加重附近社區交通和基建壓力，實際是想討好區
內選民，避免填海建屋拖累區內樓價。要看到，填海對海
洋生態難免有影響，但現代技術可減少生態破壞，在生態
價值較低的維港以外海域填海，是值得考慮的務實選項，
不應一刀切反對，至於反對派政黨就更應放下私心，以香
港生存和發展前途為重。
反對派議員指林鄭推出「六招」後表態支持填海，是要
將房策新招的土地需求與填海扣連，利用務實性民情「借
艇割禾」，又指責林鄭「長官意志」凌駕「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的公眾諮詢云云。這暴露反對派罔顧「務實性民
情」和香港長遠生存和發展前途，拖延和阻撓特區政府拓
地建屋。

填海能創造大片土地
新加坡非常積極填海造地，1960年土地面積僅得581.5

平方公里。2017年已升至721.5平方公里。香港在同一時
間內，土地面積由1,020平方公里僅增至1,111平方公里。
香港房屋用地在2016年只得7,660公頃；新加坡房屋用地
在2010年已有10,000公頃，比香港多達三成。
由於反對派和環保團體反對填海造地，香港填海造地數
量在過去15年大大減少，由1985年至2000年的超過3,000

公頃，驟降至2001年至2015年的690公頃，這亦是導致香
港發展用地供應出現落後的主要原因。
長期而言，最有效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法是在維港以外水

域進行大規模填海與興建新市鎮。過去，香港的新市鎮發
展，不少都是由填海產生，例如沙田、荃灣、屯門、大
埔、將軍澳和東涌等。填海能創造大片土地，方便作出整
全的綜合規劃，而且不涉及收地和重置，土地供應時間更
易掌握。
特區政府在早前的研究中物色了5個近岸填海地點，包
括屯門龍鼓灘、北大嶼山的小蠔灣和欣澳、沙田馬料水及
青衣西南，作進一步研究，合共可提供四百五十公頃的土
地。另一個填海方案，即東大嶼都會，是《香港2030+》
提出在香港島和大嶼山之間的水域興建一個面積一千公頃
的人工島，以發展成第三個核心商業區及智慧型新市鎮，
改善香港的住屋和就業機會的空間分佈。但不論是近岸填
海或人工島，要面對的挑戰不少，主要是反對派和環保人
士批評填海會影響海洋生態。
儘管填海造地不能一蹴即就，需要經過可行性研究、規

劃、環評和其他法定程序，需時10年或以上。但香港就長
期而言，要解決土地緊缺問題，必須排除干擾填海造地。

多管齊下開發土地
當然，填海只屬中長期造地選項，解決不了未來10年將

會出現的800公頃土地缺口。政府支持填海之餘，應該增
加土地供應的不同途徑，多管齊下開發土地，填海、公私
合營有效釋放農田、利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舊屋邨重
建，應該是必然選項。希望社會以理性務實的態度看待並
參與有關土地開發的討論，為解決住屋難題創造有利的社
會環境。
公私營合作無疑是短中期內增加可發展土地供應的有效

方法，公私合營有效釋放農田絕非「官商勾結」，只要堅
持依法辦事，保持高透明度，做到公平公正公開，即可釋
除公眾對「官商勾結」的疑慮，加快覓地建屋，滿足市民
對住屋的殷切需求，相信社會可理性接受；利用郊野公園
內少量生態價值不高、公眾享用價值較低、位於邊陲地帶
的土地用作公屋、非牟利的老人院等非地產用途，亦是短
中期拓地有效方法；香港市區有很多舊式公共屋邨，因種
種原因而不能起得太高，但現在情況已經不同了，政府應
研究加快市區舊屋邨重建以及放寬市區土地的地積比，以
釋放更多市區土地和房屋供應。

特朗普大搞單邊主義 美國四面楚歌
美國終於對數百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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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政治領域，特朗普不斷狂熱「退群」。繼執
政第一年多次「退群」之後，不久前特朗普又令美國
退出伊朗核協議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他不會就此止
步，依其「單邊」邏輯，退出所有不是由美國話事的
國際組織或協議大有可能。

對中國掄起貿易大棒或釀災難
在世界經濟領域，全面挑起貿易戰，搞得硝煙四

起，全球不安。與盟國就鋼鋁產品加徵關稅之爭，導
致最近一次「G7」峰會形成「6對1」的局面，特朗普
不但遲到早退，還拒簽聯合公報，使「G7」峰會歷史
上第一次不歡而散。日前特朗普還威脅，要對歐盟汽
車加徵高額關稅，雙方貿易爭端可能升級。
特朗普也對中國掄起最狠的貿易大棒，不顧世貿規

則和雙方達成的協議，繼公佈對華500億美元商品加
徵懲罰性關稅清單，之後又威脅，如果中國作出報復
的話，美國將對高達450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加徵關
稅。這無異於將中美貿易推向「歸零」的方向，將產
生災難性後果。
在地緣戰略領域，特朗普將美國的戰略中心從反恐

向與大國地緣競逐的根本性戰略轉變。在西線，美軍
首次在波蘭駐軍，加強在歐洲尤其是在東歐和波羅的
海沿岸國家的軍事存在，對俄羅斯形成抵近戰略圍
堵；在東線，加緊實施「印太戰略」，強化對華遏
制，尤其在台灣問題上，頻踩中國紅線，不惜冒引發
雙方軍事碰撞的風險；推出近年美國耗費最高的軍事
預算，大力擴充軍備，着力研發新式核武器，宣佈組
建「太空部隊」，明確提出要確保美國「太空霸主地
位」，以圖取得對中俄的絕對軍事優勢，鞏固美國的

世界霸主地位。
在中東，推行極端親以色列政策，放任並支持以色

列霸道橫行；極端敵視伊朗，全面制裁，強化對敘利
亞的軍事干預，攪亂地區局勢，使之面臨爆發更大戰
亂的危機。

肆無忌憚大搞單邊主義
特朗普與國際社會對着幹，肆無忌憚大搞單邊主

義，有其特有的原因和條件。
第一，錯誤的指導理念。特朗普施政的核心理念是

「美國優先」即「美國第一」。他聲稱「世界各國必須
為美國第一讓路」。如此毫不掩飾地表露要將美國利益
凌駕於別國之上，在美國歷屆總統中都極為罕見。這彷
彿退回到老列強對弱小國家巧取豪奪的舊時代。
在這種落後於時代的理念指導下，特朗普必然以鄰

為壑，損人利己，不擇手段打壓和削弱競爭對手，以
達到「讓美國再度強大」的目的。特朗普以為這一套
可壓制對手，增強美國的霸權實力，因而樂此不疲，
甚至變本加厲。
第二，倚仗超強國力，搞霸凌主義。特朗普有恃

無恐打貿易戰，就是仗着美國的獨超強勢。雖然世
界正經歷百年大變局，美國世界霸主地位正在走下
坡路，但它仍是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綜合國力尤其
是軍事和經濟實力仍獨步天下。美國歷屆政府都恃
強凌弱，推行強權政策。特朗普更走極端，在國際
關係中動輒使用「極限施壓」，「極限制裁」等高
壓手段訛詐、威嚇和遏制對手，迫人讓步，以實現
美國利益最大化。
第三，一定的社會基礎。特朗普以反傳統精英政

治和「讓美國再度強大」的口號，得到美國保守勢
力和民粹思想較重的中下層群體支持而上台。他推
行強硬的單邊主義政策討好其支持者，助長美國政
治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反過來又提升了他的支持
率。
現在主導美國政治的共和黨趨於保守化、民粹化和

「特朗普化」，完成了對特朗普由厭嫌、接納到擁戴
的「三級跳」轉變。特朗普更我行我素。近日他宣
佈，要世界各國在11月4日前完全停止進口伊朗石
油，揚言「誰要是進口伊朗石油，就制裁誰」。這無
異對全世界發出「最後通牒」，如此霸道，在戰後國
際關係史上幾無先例。

極端自私短視美國空前孤立
此外，特朗普大搞單邊主義，同他個人特質也有關

係。他由一個商人一躍成為美國總統，奉行極端民族
利己主義，對世界大勢知之甚少，缺乏戰略和長遠視
野，急功近利。極端自私和短視，令其一意孤行。
特朗普的所作所為，已造成嚴重後果，使得國際政

治、經濟形勢出現近年少有的緊張動盪，損害世界和
平發展大局與各國利益，必然也使美國受損。特朗普
挑戰國際規制和國際秩序，出爾反爾，自食其言，使
美國的國際聲望降到歷史谷底，陷於空前孤立，消耗
美國的軟實力。
美國發動貿易戰，遭到對手有力反擊。加拿大對從
美國進口價值126億美元的商品加徵25%的高額關
稅，震動了美國。中國同樣對美國的增稅措施迅速反
擊。希望特朗普回復理性，回到同各國進行正常交往
與合作的軌道，實現友好相處、互利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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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走火入魔又播「獨」

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延續宣揚分離
主義惡習，繼續「播獨」。新一期刊物變本加
厲，推出《台灣系列》，專訪「台灣民族主義
分子」和台灣反共紀錄片導演，為「台獨」、
「港獨」合流推波助瀾。
新一期《學苑》其中一篇文章《分離主義者

的自我修養：正義的香港獨立運動》，不但貶
低和矮化國家執政黨，把我國西藏自治區和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形容為「吐蕃」和「東突厥斯
坦」，後者根本是「疆獨」和恐怖組織的代名
詞；還虛構了「香港國族」的概念，暗示煽動
分裂和抗爭，把「港獨」正名為「正義的分離
主義」。
此期《學苑》的《台灣系列》專訪，訪問了

被禁止入境香港的台灣導演李惠仁及「中央研
究院」研究員蕭阿勤，前者曾拍攝電影《井：
控制》妖魔化內地；後者曾出版《重構台灣：
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以歷史、文學、
語言三個角度重構「一個民族」。《學苑》與
台灣「本土勢力」臭味相投，企圖把台灣「文
化抗爭」移植香港，令香港淪為抗爭之都。
《學苑》既然定位為大學生刊物，應該以大

學生利益為本，不能渲染「台獨」、「港
獨」，不能以極端思潮和分離主義騎劫學生刊
物。《學苑》冥頑不靈，屢次玩火，鼓吹「港
獨」，無視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
與民為敵。香港大學管理層不能坐視不理，應
還學生一個乾淨理性的表達意見平台。

喻 曉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去年底成
功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包括
降低全體委員會人數、收緊呈
請書門檻等，削減了反對派的
拉布空間。過去半年，議事堂
依然屢遭衝擊，政客拍枱叫
囂、衝擊主席台等鬧劇反覆上

演，反映議事規則仍欠缺具阻嚇性的懲罰機
制。反對派「反轉」議會成本極低，肆無忌憚
搞政治騷，破壞議會正常秩序，狙擊施政，阻
礙香港發展。
更令人不齒的是，反對派早前阻止不了「一
地兩檢」條例通過，惱羞成怒，索性反咬立法
會主席「剝奪議員發言權利」，並對主席提出
不信任動議，企圖挑起新一輪政治紛爭。這更
加反映議事規則必須與時俱進，杜絕任何給政

客鑽空子的機會。
我們樂見議會有意再完善議事規則，立法會

秘書處亦已詳細研究多個外國議會的守則，發
現針對違規議員均設有經濟懲罰等機制。反對
派趨之若鶩的西方國家，同樣有嚴謹規定，遏
制議會不文明行為，例如美國國會有停職和罰
款機制，英國議會對行為不檢的議員，最重的
懲罰是在整個會期的餘下時間停職扣薪。
反觀香港，立法會主席雖然可下「逐客

令」，但對於違規議員而言，胡攪蠻纏一番，
仍可穩收高額薪津，更可提早「收工」，何樂
而不為。
政客長期胡作非為，辜負選民所託，早已令

市民忍無可忍。議會秩序一日未撥亂反正，香
港永無寧日，必須果斷完善議事規則，立法會
才能為香港多做實事。

完善議事規則多做實事
黃碧嬌 新社聯副理事長 大埔區議會副主席

美國打貿易戰是衰落徵兆

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意打貿易戰，法國總
統馬克龍順利借訪華的機會，與中國簽訂了184
架空客A320飛機的超級訂單，總金額達到182
億美元。如果沒有貿易戰的因素，美國波音公
司完全有權競爭這筆大訂單。現在波音不僅無
資格競爭，連2017年11月中美簽署購買300架
波音飛機、金額超過370億美元的協議，落實都
成問題。難怪波音股價近期大插水，波動如過
山車，這也顯示中國元素對美國企業、股市的
影響。有消息指，波音公司高層現在的任務不
是科研和生產，而是致力游說議員向特朗普施
壓，停止對華貿易戰，挽救波音。
據波音公司的專家預測，未來20年全球市場

大約有40,000架新客機的需求，價值超過8萬億
美元，最大單一市場是中國，需求佔全球的
16%左右，價值為1.3萬億美元。波音和空客早
就下決心爭奪中國訂單。中國也看準這個龐大
市場，在國產大飛機C919的基礎上，設計、生
產大型客機CR929。此舉不僅可以打破美歐對
市場的壟斷，也為中國飛機工業更上一層樓增
添籌碼。
據北京航空專家披露，俄羅斯聯合飛機公司

與中國商飛近期就聯合生產CR929達成合作協

議，計劃在2023年完成首飛，2026年開始交
付。相比C919，CR929是大型客機，與波音
747和空客330同級別。中俄聯手將打破遠程客
機長期被歐美壟斷的局面，世界科技進步得越
快，世界地緣政治發生重大變化，商業博弈並
不按美國的意願進行。
據披露，CR929客機未來 25年將生產 800

架，按照波音747和空客A330每架2億美元計
算，CR929的總價值至少達到1,600億美元。中
國現在已經有能力研發CR929，和俄羅斯合作
是為了把中俄戰略合作變成現實利益。中俄雙
方共同研發，速度會快，也有利於開發國際市
場。
公平貿易是中外的共同追求和夢想，強行徵

收高額關稅，只能讓美國喪失誠信，使美國越
來越孤立。特朗普強行推銷「美國優先」，損
害別國利益，讓世人嗤之以鼻。日前在青島舉
行的上合組織峰會，和在加拿大魁北克的G7峰
會，兩相對比，讓人看到特朗普的難堪處境。
徵收高關稅保護一己私利，明顯不得人心，G6
聯合起來應對美國，也是華盛頓走向衰落的徵
兆。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長遠填海無可避免 中短期多管拓地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食言，他不顧今年三月中美雙方
經多次談判和磋商簽定之備忘錄，宣佈對中國輸美商品
加徵關稅，美國於7月6日啟動對中國輸美的340億美元
商品加徵關稅，打響了中美貿易戰的第一槍。對此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已立即生效。當今
世界兩大經濟強國各自出招和較量，引致全球巿場動盪
不安，工商界及投資者應有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知所
進退。
隨着改革開放深入推進，中國在綜合國力、全球影響力

上與美國的差距不斷縮小，尤其是制定出「中國製造
2025」行動綱領，加強在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航空航
天、生物科技等多個產業創新，實現從製造大國向強國的
轉變。美國千方百計對中國製造業進行打擊，在以保護知
識產權為名封殺「中興」後，近又以「國家安全」為由拒
絕中國移動向美國電信巿場提供服務，意圖拖慢中國實業
興邦的步伐。
其實中國近年的高速發展已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巨

大引擎，帶動全球經濟復甦，美國也獲得巨大利益。國家
主席習近平強調，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造人
類命運共同體」，主張相互尊重、平等協商，推動全球經
濟朝着平等開放、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
但特朗普上台以來，提倡「美國優先」，美方為一

己之利，不遵守國際經貿秩序，到處點燃烽火打貿易
戰，令全球貿易摩擦不斷發酵。中方努力與美方溝通，
避免貿易戰，但美一意孤行開戰。面對美方挑釁中國決
不退縮、迎頭還擊，以中國傳統智慧為借鑒，打贏貿
易戰。
兩千多年前，項羽與劉邦爭雄，相對弱勢的劉邦最終勝

利。劉邦以弱勝強的啟示在於，當力量不如對手時不能硬
來，應該養精蓄銳、以增實力，耐心等待時機。
當今中美博弈也應以史為鑒。雖然我國在某些領域與美

國仍有明顯差距，但中國人聰明智慧、人才鼎盛，美國在
高科技知識的封鎖，反而激發我國科學家發奮圖強，研發
自己的核心技術，後來居上。

以中國智慧看中美博弈
方潤華


